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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部分4.1、4.5、5.1、5.2、5.3、5.4、5.5、5.6、5.7、5.9、6.2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

条款。 

    BG5296《消费品使用说明》分为七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第3部分：化妆品； 

——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第5部分：玩具； 

——第6部分：家具。 

——第7部分：体育器材。 

本部分为ＧＢ5296的第7部分。 

本部分由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体育用品联合会、青岛英派斯集团、天津市春合体育用

品厂、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柳成洋、张小晶、袁义龙、陈宝生、陈晓巍、于海龙、王鹏、王世川、左佩兰、 

林希。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7部分 体育器材 

1 范围 

GB 5296 的本部分规定了编写体育器材使用说明的基本原则，使用说明的标注内容、安

放位置和形式、字体、字号等。 

本部分适用于各类体育器材的使用说明。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5296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

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5296.1  消费品使用说明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体育器材 sports equipment 

各项体育运动中使用的各种器具、器械。 

3.2 

使用说明 instruction for use 

   是向使用者传达如何正确、安全使用产品的信息工具。它通常以使用说明书、标签、标

志等形式表达。它可以用文件、词语、标牌、符号、图表、图示以及听觉或视觉信息，采取

单独或组合的方法使用。它们可以用于产品上、包装上，也可作为随同资料。如，活页资料、

手册、录音带、录像带以及计算机用资料交付。 

[GB 5296.1—xxxx，定义 3.2] 

4 基本原则 

4.1  使用说明是交付产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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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用说明应能指导消费者正确、安全地使用产品。 

4.3  使用说明应如实介绍产品，不应借助使用说明来弥补产品设计上的缺陷。 

4.4  使用说明的内容应简明、准确，易于阅读和理解。 

4.5  在使用中可能存在潜在危险的，应有安全警示说明和警示标志。 

4.6  使用说明的编制、安全警示、使用说明的耐久性要求应符合GB5296.1的规定。 

5   使用说明的内容 

5.1  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应能表明产品真实属性，有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与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相一致。 

5.2   产品型号、规格、参数 

应说明产品的型号或规格或参数，型号或规格或参数应与产品本身的型号或规格或参

数相一致。 

5.3   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 

5.3.1   应说明生产者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 

5.3.2   进口体育器材应标注该产品的原产地（国家/地区）以及代理商或进口商或销售商

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 

5.4   产品执行标准 

应标明产品所执行产品标准的编号。 

5.5   使用方法 

因使用方法不当易造成伤害的产品应通过文字、图示等方式标注正确的使用方法。 

5.6   安全警示 

5.6.1   对使用人数有限制的产品，应标注同时使用人数的上限值。 

5.6.2   对使用者有限制的产品应标注不适用的人群。 

5.6.3   应标注产品最大的承受载荷。 

5.6.4   应在产品具有潜在危险的特定位置上标注安全警示信息。 

5.6.5   需要限定使用期限的产品，应标注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限。 

5.7   安装 

5.7.1   产品安装环境应明确说明，如：承载面、周围环境、电源接地等。 

5.7.2   需安装的产品，应给出清晰、正确的安装说明或图示，同时应提供必须的工具及所 

有的配件列表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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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需由专业人员安装的产品，应明确告知消费者。安装说明材料应单独编制和交付 

并适当标明。在不影响使用情况下，这些说明材料不需随产品提供。 

5.8   使用前的检查 

产品使用前的检查程序应予以说明。 

5.9   注意事项 

5.9.1   应标注使用前后的注意事项。 

5.9.2   对使用者有着装限制的应予以告知。 

5.10   维护和保养  

5.10.1  如果使用者能对一些故障进行判断和修理，而不会对自己或别人或产品造成危害， 

那么使用说明应提供产品的维护和保养方法，明示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般故障， 

以及故障的判断、检查和修理。 

5.10.2  宜说明如下内容： 

    a) 故障种类和处理方法； 

b) 允许使用者进行维护和保养的项目 

c) 必须由专业人员拆卸、维修的项目； 

    d) 允许使用者自行更换的易损零件的型号、规格； 

    e) 维护和保养方法的注意事项； 

   ｆ) 产品售后服务事项。 

6   安放位置和形式 

6.1   根据产品的特点和实际使用需要，使用说明的形式可采用以下之一或它们的组合： 

——直接压印、粘贴或永久固定在产品上； 

——印刷或粘贴在产品包装上； 

——随同产品提供的文字资料； 

——根据需要而提供的其它形式。 

6.2  产品上的标签、标志应安装在明显可视，便于识别的位置。安全警示的标注应采用耐

久性标签，并且应永久地附在产品和/或包装上。 

7   字体、字号 

7.1   中国境内销售的产品，应使用规范的汉字。 

7.2   “危险”、“警告”、“注意”等安全警示应醒目清晰，字号不小于四号，字体为黑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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